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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慢病AⅠ·14

膝关节退变损伤难以逆转

来自上海的王阿姨今年
65岁，退休后随儿子在郑州生
活。孩子事业有成，王阿姨对
生活很知足，只是膝关节的那
点痛像根倒刺始终挥之不去。

原来，四年前王阿姨突然
出现右膝关节疼痛，去医院检
查也没发现什么。两年前体检
时，医生告诉她右膝患有关节
炎，进一步做核磁检查发现软
骨损伤。医生解释说，早期关
节炎除了出现不典型症状并无
影像反应。

王阿姨对于医生所说的
“膝关节退变损伤不可逆，应该
积极接受治疗”的说法并不认
可，总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剧烈
活动，好好休息一下，膝关节没
有理由继续疼痛。就这样，王
阿姨小心翼翼地生活了两年，
情况却没有好转。

王阿姨的儿子听同事推
荐，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骨
科治疗膝关节疾病很有特色，
就劝说母亲来到该院。

河南省直三院骨科沙宇主
任医师在门诊接待了王阿姨。

经过详细阅片、查体，沙宇
主任初步诊断右膝关节炎，建
议住院检查，具体治疗方案待定。

王阿姨一听自然难以接
受，就向沙宇主任详细解释了
她的病史和顾虑。

沙宇主任听完，耐心地解
释道，导致骨关节疼痛的原因
有很多。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多
数关节疼痛并不是由外伤所引
起的。对于刚开始关节受凉，
肌肉和血管收缩引起的疼痛，
通过保养可以好转，但关节炎
退变性的纤维软骨破坏则不可
逆。即使软骨损伤不可逆也并
不可怕，毕竟软骨破坏仍然有
轻重之分，及时治疗可以“大病
小治”。

听完沙宇主任的解释，王
阿姨决定住院。

沙宇主任为她完善了检
查，最终做了微创的膝关节镜
清理、软骨修复。一周后，王阿
姨健康出院。

合理保护膝关节有诀窍

如何合理保护膝关节？据
沙宇主任介绍，首先，合理、适
当的锻炼是关键。运动时要注

意场地是否适宜，避免穿鞋跟
高的鞋，必要时可使用护膝。

平时可以多做些下肢肌肉
力量的训练，以维护膝关节的
稳定性。

其次，膝关节的保养很重
要。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做一
些按摩膝盖的动作，例如以膝
盖为中心，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方向按揉膝盖，促进血液循环。

冬季带个小毯子给膝盖保
暖是很好的选择。另外，控制
体重很关键，体重指数过高让
膝关节负荷明显加大，关节腔内
压力增高，不利于关节液的分泌
和分布，关节软骨营养不能保
证，就会提前出现退变老化。

近年来，河南省直三院骨
科把膝关节专科专病建设放在
首位，集中优势力量专注膝关
节病的研究，明确以关节微创
为特色的发展方向。医院将骨
科、康复、运动医学结合起来，
打造骨科康复运动医学联盟，
成立骨科康复标准化病区，更
好地服务患者。在膝关节疾病
的诊断治疗上取得突出进步，
已经实现膝关节病诊疗保守、
微创、手术治疗一体化。

膝关节损伤不可逆？
专家教你做好保养，远离膝关节疼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韩晓峰

爱膝
之道

如果您的关节出现问题
拨打0371-65796135膝关节对日常运动十分重要，如果它出现了

问题，我们会“寸步难行”。但是，膝关节又是人体
构造最复杂、杠杆作用最强、最易受伤的关节，并
且，膝关节的退变损伤到一定程度是不可逆的。那么，哪些情况会造成膝关节的疼痛？如何保护好
膝关节呢？新的一年,让我们跟随河南省直三院骨科的专家继续学习“保膝”之道。

一到冬季阳虚体质的人就
不好过了，一系列怕冷的症状
就出现了，比如手脚冰凉，手冷
能冷过肘，脚冷能冷过膝，面色
苔白、大便溏薄、小便清长、脉
沉微无力等，尤其是女性朋友。

中医认为，阳虚体质的人
怕冷是因为火力不够，阳气不
足，要穿暖。《注解伤寒论》中记
载，医圣张仲景认为，治寒症当
先补心益血，进而选用温的药
材来助心血。

那么，阳虚体质的人在冬
季该如何用当归做药膳来调理
呢？下面分享3道当归的药膳
方。需要注意的是药材讲究地
道性，药材越地道疗效才越好，
所以购买时一定要挑选甘肃岷
县当归：

【当归生姜羊肉汤】出自
《金匮要略》，具有温中补虚、祛
寒止痛的功效。

当归9克、生姜15克、羊肉
500克。当归是在张仲景大药
房购买的岷县当归，羊肉是新

鲜的羊肉，切块开水去血水沥
干，生姜切块拍扁，把8升水另
外倒锅里加热备用。将羊肉块
倒入炒锅里，加入姜块，大火翻
炒至姜味飘出，倒入热好的8
升水，放入当归，同煮，水开转
小火，至皮肉皆软，汤浓缩至3
升，调味即可。

【当归黄芪茶】当归15克、
黄芪30克，红枣15克，枸杞15
克。红枣洗净，去核。黄芪清
水泡洗干净备用。当归洗净切
片备用，处理好的红枣、黄芪、
当归倒入锅中，注入清水，大火
煮开转中小火煮20分钟，按照
个人口味调入适量红糖。每周
坚持喝两到三次。

【当归炖乌鸡】乌鸡 250

克、盐适量，当归10克，黄芪10
克，红枣若干粒。乌鸡切成小
段，凉水入锅撇掉浮沫，沥水，
放入电炖锅，当归、黄芪、红枣
清洗干净同放锅内，加入适量
水，加盖，小火慢炖。炖至肉烂
即可。出锅后按照个人口味调
入食盐。

除了以上3道药膳，由当
归9克、川芎6克、白芍9克、熟
地黄12克组成的四物汤，更是
补血调经的基础方。男女起床
头晕、冬天手脚冰凉怕冷，心慌
睡不好，指甲无光泽，舌头嘴巴
颜色泛白，女性月经量少，多是
血虚的表现。四物汤用水煎
服，一日一次。服用7天为一
疗程。

农历年前，各种聚会变
多，运动量减少，这些都是
患上糖尿病的潜在危险因
素。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
“三多一少”，即多饮、多食、
多尿、体重减轻。就初期症
状来说，饭后3~5小时会出
现低血糖症状，出现严重空
腹、四肢无力、思考力降低、
冒汗、手指颤抖等。有时，
饭后血糖值会升高，一段时
间后又会异常降低，然后发
生上述症状。

目前，糖尿病自身抗体
三项检测，可用于定性检测
人 血 清/血 浆 中 存 在 的
IAA、ICA、GAD抗体，对I
型糖尿病诊断和胰岛素治
疗效果监测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据河南大学附属郑州
颐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主

任吕毅介绍，IAA（抗胰岛
素抗体），存在于用胰岛素
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的血清
中。ICA（抗胰岛细胞抗
体、抗胰岛细胞胞浆抗体）
及GAD（抗谷氨酸脱羧酶
抗体），存在于Ⅰ型糖尿病
患者血清中，为Ⅰ型糖尿病
患者血中存在的代表性自
身抗体。

在Ⅰ型糖尿病中，检测
IAA、ICA、GAD 抗体，其
五年的患病危险性为：其任
一项抗体均阴性者，则患病
危险性为0；有任一项抗体
阳性者，危险性为15%；两
项抗体阳性者，危险性为
44%；三项抗体均阳性者，
危险性为100%。早期预测
糖尿病并给予干预治疗，可
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并减轻
病情，尤其在Ⅰ型糖尿病的
一级亲属中。

现在很多人饱受失眠
的困扰，失眠的主要表现为
入睡困难、多梦、早醒等，夜
晚睡不好，往往给白天的工
作生活带来很大困扰。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
区颈肩腰腿痛一科、三科主
任程坤说，失眠的原因有环
境因素、精神因素、情绪因
素、疾病因素等多种原因，
但由于现代人电脑、手机的
普及使用，导致颈椎病患者
增多，颈椎病引起的失眠需
要引起关注。

“一些早期颈椎病的症
状，如胸闷气短、头痛、胃肠
胀气等，假如长期存在，也
会造成患者焦虑、烦躁、失
眠多梦。”程坤说，颈椎病本
身引起的疼痛，除了影响患
者头部、颈部、肩背等部位
外，还可以导致颈椎相应节
段区的内脏疼，如心绞痛、
胃痛等，这些疼痛感都会直
接影响睡眠。

此外，颈椎间隙变窄导
致椎动脉相对延长，病变会
对椎动脉产生直接压迫或
者造成椎动脉血循障碍而
使患者脑部供血不足，从而
影响患者的睡眠。

那么，颈椎病引起的失
眠如何改善呢？程坤说，防
治颈椎病的基本原则是改
变损害身体的不良习惯，任
何姿势都不可维持太长时
间，不要等待颈酸头涨才去
变换姿势。需要主动地经
常变换姿势，以使颈部能得
到适度休息。

“睡眠时的颈部肌肉基
本完全放松，是重塑颈椎的
好时机，因此正确选择枕头
重塑颈椎非常重要。”程坤
说，一个好的枕头要有一定
生理弯曲线，且在舒适的同
时不会变形，当人们入睡
后、肌肉松弛时，枕头就起
到自动牵引、调整颈椎小关
节的作用。

最后，还要主动锻炼颈
部肌肉，程坤推荐“头手对
抗操”。即挺胸收腹下颌微
抬，双掌交合扣在枕后骨突
出部；双掌用力推头向前，
同时头枕向后用力对抗掌
力，保持头颈位置不变；此
时颈后的肌肉群因为要向
后对抗向前的掌力而收缩；
维持该姿势20秒至60秒，
觉得颈部累了可放松休
息。每次重复做一到三回，
每天做一到三次。

冬季四肢冰凉，试试当归做药膳

□宗景

健康讲堂

失眠多梦易醒
可能是颈椎报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出现“三多一少”
提防糖尿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慢病防治


